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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荆路街道将坚持一
个引领，抓好一个统揽，锁
定一个双驱，抓实七个重
点，确保各项工作走前头，
创一流，树标杆。

坚持一个引领 就是坚
持以党建工作为引领。按照
党的十九大精神和市委六届
七次全会部署要求精神，坚
持以“4+4+2”重点工作推进
机制为指挥棒，全面加强基
层党建工作，确保党对各项
工作的统御力、引领力和推
进力，为紫荆经济社会发展
提供坚强有力的政治保障，
实现以党的建设高质量推
动经济社会发展高质量。

抓好一个统揽 就是抓
好以扎实推进摘星夺旗创
三宜活动为统揽，按照抓基
层、打基础、抓关键、补短板
的要求，全面推进紫荆的各
项工作。

锁定一个双驱 就是锁
定城市建设和社区治理双轮
驱动，以建设求发展、求转
型，以管理求提质、求和谐。

抓实经济发展 强化指
标联责、周点评、月考核等
有效机制，确保主要指标持
续增长，圆满完成目标任
务，其他各项指标高于巩义
市平均增幅。

抓实项目建设 强力推
进保障房命脉工程，切实做
好紫东苑、新鑫小区等重点
项目续建、开建工作，谋划
新沟村安置房紫东苑片区
教育用地的启动，满足周
边安置房小区、商品房小
区的配套服务需要，加快
紫荆中心幼儿园等公共服
务设施建设。加快商业地
产项目进度，继续做好正
上豪布斯卡、建业百城天
地、恒星时代金街、正商五
星级酒店等大型商业项目
的协调服务工作，迎合巩义
市人民的消费习惯，引领巩
义消费新潮流。

抓实“三大攻坚”环境
污染防治上，正确处理城市
建设、产业发展、人民生活
与大气污染防治的关系，以
从严追究网格责任为保障，
持续强化打好攻坚战的各
项措施，保持重点管控的工
业企业及建筑工地监管治
理常态化，确保辖区环境污
染综合整治达标。脱贫攻
坚上，按照“脱贫不脱政策”
的原则，进一步落实帮扶政

策，细化帮扶措施，坚持“智
志双扶”，持续做好已脱贫
户的帮扶工作。同时，结合
紫荆实际，认真做好结对帮
扶淮宾县相关街道工作。扫
黑除恶上，按照 2019年“攻
案件，提升群众满意度”的总
体要求，加大对重点领域、重
点部位、重点场所及重点群
体或人员线索摸排力度，进
一步深化扫黑除恶专项项行
动，做到“有黑扫黑、无黑除
恶、无恶治乱”。

抓实招商引资 充分利
用辖区内生态水系建设两
侧的地形、地貌和区位优
势，以及新沟村、大黄冶村
整村拆迁腾出来的 5000亩
土地，根据城区规划选好
商、选大商，为紫荆经济社
会发展注入新鲜活力。

抓实产业转型升级 按
照“退二进三”的总体布局，
积极引导企业转型升级，协
调解决中孚蓝汛云计算大
数据项目相关手续，确保
早日开工生产；加快商务
中心区扩容，依托 12座现
代化商务大楼，在金融、商
务、总部经济、商贸流通等
多领域精准招商，积极引
进重点知名企业，争取到上
级更多优惠政策，在2019年
形成集餐饮、贸易、住宿等
多种商业模式结合的多样
化商务中心。

抓实城市治理 加强城
市精细化管理，深化文明城
市创建工作，积极探索智慧
城市管理的路径和模式。
积极研究高尚、北官庄村回
迁后村改居工作；进一步完
善社区治理模式，探索健全
社区各种议事组织，疏通群
众知事、议事渠道，着力打
造和谐社区、人文社区、美
丽社区。

抓实党建创新 围绕贯
彻落实十九大和市委六届
七次会议精神这条主线，以
压实党建责任，坚持落实、
双周例会、月初党建任务提
醒、党建培训，“党员活动
日+”和城市区域党建资源
共享共用为保证，进一步探
索完善街道大工委、社区大
党委运作机制，做新做实
“党建+志愿服务活动”，按
“一社区一特色、一社区一
品牌”的要求，创新活动载
体，打造工作亮点，多方面
服务群众。

紫荆路街道：真抓实干 跨域发展

真抓实干 各项工作上新台阶

项目建设如火如荼 2019年，紫荆路
街道承担巩义市定“4+4+2”重点工作项目
28个，保障房项目共有12个，商业及房地
产开发项目 16个。其中在建保障房项目
9个，新谋划保障房项目3个。

高尚村正和·紫荆尚城 15栋住宅楼
已竣工备案，完成现售网签 403套住房，
目前群众已装修入住。大黄冶村紫荆花
苑、新兴家园二区正在进行外墙真石漆施
工，新兴家园三区 7栋楼已封顶，正在进
行二次结构砌体施工，6栋楼进行地下主
体工程施工。北官庄村新心花苑一区已
分房，新心花苑二区西半区具备交房条
件；东半区正在进行地下车库顶板土方回
填，计划东半区 9月底具备交房条件；新
心花苑三区、四区、五区正在进行基础施
工。新沟村新鑫小区二期已分房，正在整
理竣工备案资料；新鑫小区二区正在进行
室外配套工程施工；紫东苑正在进行主体
工程施工，计划 12月底主体封顶。新谋
划三个保障房项目家和园、紫东苑三期、
新兴家园四区各项拆迁用地手续批复已
办理。

正商五星级酒店、正上豪布斯卡、建
业百城天地、恒星时尚金街等商业重点项
目、各类房地产开发项目累计投资近 50
亿元，均按时间节点正常推进。

创文创卫从实着力 紫荆路街道设 3
名专职工作人员，每个村、社区设置创文

副职，全面督促创文工作，真正把材料收
集上报、公益广告更换、环境卫生整治，文
明楼院建设等创文工作做到日常。

同时，紫荆路街道开展“楼院评比齐
参与 共创文明新紫荆”活动，对辖区 33
个楼院、物业进行评比，落实日督查、周评
比、月排名制度；对市容市貌及流动摊贩
联合执法，坚持每天巡视与每周两次集中
行动相结合。截至目前，共出动人员3000
余人次，挖掘机 6台，铲车 8台，清运车辆
20余台，清理房前屋后卫生死角 2000余
处，增设创卫公益广告 800余平方米，发
放宣传材料 1万余份，完成健康教育宣传
栏更新 28块，拆除旱厕 6处，增设、更新
垃圾桶 380余个，拆除违章建筑 40余间，
清运垃圾 2000余立方米，完成了辖区 33
个楼院以及小区内垃圾桶的蚊蝇消杀。

摘星夺旗创三宜活动全面展开 今年
以来，紫荆路街道按照巩义市委、市政府
“摘星夺旗创三宜”活动的总体部署，成立
了“摘星夺旗创三宜”领导小组，建立了周
汇报、月学习、建台账、强督查四大机制，
摘星夺旗创三宜活动全面展开。

通过召开“摘星夺旗创三宜”动员大
会和学习研判会、专题会、培训会、座谈
会，把握工作目标、工作方法，紫荆路街道
制定了村（社区）目标、清单台账，确保创
建落实到位，并在全辖区内发放宣传页
9000余份，制作宣传扇3000个，张贴宣传

海报 200份，加印工作指南 300份，利用
LED屏滚动播放宣传标语，每周举办一次
宣传文艺汇演等，营造浓厚氛围，动员群
众全面参与创建活动。

按照巩义市“远学三地，近学竹林”活
动要求，紫荆路街道组织班子成员、机关
中层干部、村社区主要负责人等，先后赴
上海、徐州、新密岳村镇等学习基层党建、
城市建设、招商引资、乡村振兴、社区建设
等方面工作的先进经验和典型做法，通过
学习，拓宽视野，实现转变。街道机关以
“党风廉政”“党在我心中”“平语近人”为
主要内容打造楼道文化，服务活动开展。
辖区内 4个村和 5个社区按先易后难、有
序推进的原则，结合自身情况，制定年度
计划。在共驻共建上做了一些积极的思
考与探索，初步形成了党建联席会议制，
与辖区 43家行政单位和社会组织签订了
共驻共建协议。从“美丽星”开始扎实打
造，力求对标高标，一次通过验收，确保摘
星夺旗创三宜活动有效开展。

社会事业稳步发展 紫荆路街道全
面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发动三级网格员
80余人，排查隐患 582条，下发限期整改
通知书 262余份，整改完成 576条。全面
做好“双重预防机制”，将安全承诺书签订
到每一位在岗职工，形成了“统一领导、全
面负责、广泛参与”的共同责任网络。

据悉，紫荆路街道上半年累计悬挂安

全条幅 80余条、组织应急救援安全演练
32次，总体安全生产形势比较平稳。信访
维稳实行领导包案、领导接待日等制度，
热点、难点问题由书记、主任亲自协调解
决，共接待群众来访46起、398人次，信访
系统网转案件 41起，办结 38起。组织开
展平安建设、消防、反邪教、禁毒、未成年
人防溺亡、宪法宣传等累计开展集中宣传
活动 12次，发放宣传资料累计 1万多份，
较好地实现了大局稳定。同时，该街道上
半年共计发放救济款 1.94万元，米面油
130份，救济困难群众130人。

党建工作不断加强 围绕“支部提升
年”“支部强堡垒党员争先锋”活动，紫荆
路街道抓基层、打基础、抓关键、补短板，
逐步加强党建对工作的统领力。持续深
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举办
巩义市“万名党员进党校 锤炼党性铸忠
诚”培训班，在巩义市率先完成党员培训
工作。组织各村（社区）党支部书记参加
村级培训班。街道全面开展摸排活动，收
集驻区单位资料，建立辖区资源、需求、项
目“三个清单”，实现社区同驻区单位“资
源共享、优势互补、共驻共建、共同发展”
的共驻共建机制。

制定“支部提升年”活动
方案 全方位构筑基层党建
规范化体系，促使从严治党

全面落实。严格落实“三会一课”，常态化
制度化抓党员教育管理。坚持每月“党员
活动日”，每季度召开 1次全体党员大会，
采用“主题党日活动”“党员过政治生日”
等多种形式，切实提高组织活动质量。严
格落实“逐村观摩 整办推进”季观摩活
动，通过观摩晾晒成绩、发现问题，建立负
面清单和问题台账，促进各支部共同提
高。严格党员发展管理，理顺党员转移手
续和发展党员程序。目前，新培养入党积
极分子12名，已参加培训通过的6人。

强力推进“支部强堡垒，党员争先锋”
活动 各村、社区打造党建亮点，全面推
进基层党建工作。学院路社区开展“访民
情、解民意、送服务”“党旗飘楼栋，服务百
姓家”等活动，安泰街社区开展“亮身份、
展风采、共驻共建”活动，政通路社区开展
“廉政文化社区行”“党员全家福”等活动；
紫荆路社区开通社区微信公众号，制作紫
荆路社区便民服务联系卡；永新路社区同
28家驻区单位达成共驻共建协议，进一步
探索城市现代化治理体系。北官庄村制
作设立党建信息宣传栏；新沟村坚持“党
建+”理念，打造“文化长廊”；高尚村党支
部、大黄冶村党支部、华德地毯党支部、瑞
康医院党支部等设立党员示范岗。

有关数据显示：2019
年上半年，紫荆路街道完成
公共预算收入 17433 万
元，占全年任务数29400
万元的59%，其中税收完
成 1725 万 元 ，税 占 比
99.8%。规模工业增加值
完成6000万元，同比增长
8.5%。规模以上服务业营
业收入完成257730万元，
增速23%，限上批零住宿
餐 饮 业 零 售 额 完 成
163527 万 元 ，增 速
26%。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159900 万 元 ，占 目 标
65%。招商引资完成引进
内资4.9亿元，占全年目标
的75.38%。

骄人的成绩背后，得益
于紫荆路街道压实责任，强
化督导，狠抓落实，保证各
项工作任务圆满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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